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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4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9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 0005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定全 吴旻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电话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子信箱 gzlnholdings@126.com gzlnholdings@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3,842,801.73 812,374,169.80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549,542.48 -136,425,603.94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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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3,180,646.48 -148,071,966.50 3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885,754.97 -467,435,855.01 6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5.23% 1.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253,649,363.85 3,518,679,417.02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3,352,970.33 2,349,205,359.26 -4.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2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12% 302,382,302 0 - -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7% 100,301,686 0 - -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86,678,978 0 - -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6% 12,488,000 0 - -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8,934,595 0 - -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6,835,821 0 - -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6,106,240 0 - -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3,496,862 0 - -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433,271 0 - -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029,21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

用账户持有公司 3,496,862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0 股；股东广东德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433,271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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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由于2021年春节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变化，以及2021年5月下旬广州本

地疫情的正面冲击，公司的商旅出行业务（旅行社业务）及住宿业务（酒店业务）的经营受

到一定程度影响，使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主营业务的良好恢复势头有所反复。此外，根据国

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知及广东省、广州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截至本报告期末，

除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之旅”）的国内旅游组团业务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业务已恢复运营，但出入境旅游

组团业务(除澳门游组团业务外)尚未恢复运营。综合上述因素，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73,384.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54.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18.0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488.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6.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25,335.30万元，比上年期末下降

4.08%。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一方面在严格做好疫情

防护工作的基础上，严控成本费用，聚焦业务、流程、模式创新；另一方面，抓住疫情平稳

期，加大研发创新与市场营销力度，重塑业务盈利模式，优化产业融合，开发“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谋划推动业务复苏。 

商旅出行业方面，抓住疫情平稳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知及广东省、广州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自2020年1

月27日起，广之旅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目前，除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外，广之旅的国内旅游组团业务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业务已恢复运营，但出入境旅游

组团业务(除澳门游组团业务外)尚未恢复运营。受上述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广之旅实现营

业收入40,169.8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3.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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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8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广之旅主营业务中的出境游业务收入同

比减少，此外，2021年春节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及2021年5月广州本地疫情的正面冲击也使广之

旅旅行社业务的持续恢复受到一定影响。 

面对疫情反复的环境，广之旅快速调整应对策略。2021年1至2月响应国家就地过年号召，

以“就地过年一样精彩”为主题丰富省内游产品，加大区域专团、酒店预订、易起购年货商

品的供给；3月中旬抓住疫情平稳期，快速发展出省游业务，同时以区域专团、线上旅展、联

合营销等形式开拓市场。报告期内，广之旅国内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6.49%。 

住宿业方面，经营恢复态势良好。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岭南酒店”）把握疫后需求，推出美食、亲子、温泉、踏青等休闲度假产品，管理的目

的地度假型酒店在清明及五一假期实现营收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报告期内，岭南酒店实现

营业收入6,124.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0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6.1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85%。报告期内，岭南酒店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主要原因是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岭南酒店旗下管理酒店项目经营持续恢复，使其从中获得

的管理费收入同比增加，此外直营酒店项目的收入也有所增长。 

公司的三家自有产权酒店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实现同比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

因是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三家自有产权酒店经营情况较去年同期有所恢复，客房收入及餐

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但2021年春节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及2021年5月广州本地疫情的正面冲击

仍使酒店经营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其中，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酒店”）

实现营业收入13,289.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5.8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51%。中国大酒店实现营业收入7,791.89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67.8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56.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13%。东

方宾馆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宾馆”）实现营业收入6,015.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0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48.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78%。三家自有产权酒

店把握疫后需求，春节期间推出餐饮上门定制、星厨到家、手提团年宴、定制迷你盆菜等主

题产品与服务，拉动春节餐饮营收同比增长188%；持续打造酒店餐饮品牌，东方宾馆积极推

动“张志强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建工作；中国大酒店深化与博物馆文旅融合与文化创新，

持续推出“消失的名菜”、“消失的月饼”等文旅菜式；花园酒店的荔湾亭餐厅升级后复业

及高端西餐泰安门餐厅开门宴客，为顾客带来全新的荔湾传统与时尚结合饮食文化体验。 

汽车服务业基本保持稳健。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汽车”）实现营业收入1,030.52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减少1.87%，2021年春节国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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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化及2021年5月广州本地疫情的正面冲击使汽车服务业务经营受到一定影响；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56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减少35.02%，主要原因是东方汽车去年同

期享受社保费减免优惠，而本报告期无上述社保减免优惠，使社保费用同比增加。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凌峰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